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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聊城市卫生计生
委坚持把健康扶贫作为重要工
作，拿出“绣花”功夫，精准施
策，攻坚克难，将健康扶贫落到
了实处，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因 病 致 贫 返 贫 户 数 减 少
65 . 2%。

该委成立了由“一把手”任
组长的领导小组，下设6个专项
工作组和办公室；县级卫生计
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单位层
层建立领导组织，明确了专人
负责健康扶贫。结合行业特点，
研究制订了全市健康扶贫实施
方案和一系列配套文件，形成
了较为完善、操作性强的政策
体系。先后召开全市健康扶贫
工作会、推进会、座谈会、现场
会，明确任务目标，压实工作责
任；严格执行“月调度、季通报、
半年督导、年度考核”推进机
制，促进各项健康扶贫措施落
到实处。

聊城市各级卫生计生部门
对全市患病贫困人口的个人基
础信息、疾病确诊信息、治疗信
息和治疗费用等逐户摸底调
查，全部录入国家和省健康扶
贫信息系统。对去年确定的患
93种疾病的贫困人口63482人
和今年新增的387人，进行了信
息核对。结合“万名医生进家
庭·签约服务送健康”活动，全
市确定定点帮扶医疗机构159
个，成立医疗扶贫责任团队
3077个。实施健康扶贫“八个
一”工程，即制定发放一张健
康“绿色服务卡”，建立一本健
康扶贫档案，明确一所定点乡
镇卫生院，确定一名乡村医
生，签订一份承诺书，组织一
次健康体检，开展一次健康会
诊，发放一张健康“明白表”。
制订疾病分类救治专项方案，
对能一次性治愈的，组织专家
集中力量实施治疗；需要住院

维持治疗的，由就近具备能力
的医疗机构实施治疗；需要长
期治疗和健康管理的，由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在上级医疗机
构指导下实施治疗和康复管
理。去年至今已完成患93种疾
病分类救治人数近4 . 43万人，
占 患 病 贫 困 人 口 总 数 的
69 . 3%。

完成了首批21个贫困村卫
生室建设任务，实现了全市贫
困村卫生室服务全覆盖。精准
施策，严格落实医疗机构的便
民措施。对患病贫困人口实行

“两免两减半”政策，全市159个
定点医疗机构设立了便民惠民
门诊，落实“先诊疗、后付费”政
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持卡看
病就诊时，免收个人自付的普
通门诊挂号费、诊查费，减半收
取专家门诊诊查费以及大型设
备检测费。目前已为贫困群众
减免费用83 . 5万元；救助患先

心病贫困患者52人，减免费用
198 . 9万元；免费为396名贫困
患者实施白内障手术，减免费
用80 . 1万元。针对临清市、冠
县、阳谷县、莘县4县(市)健康
扶贫任务比较重的实际情况和
帮扶需求，指定市人民医院、市
第二人民医院、市疾控中心、市
中医院承担对口帮扶任务，提
高县、乡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和
水平。

为加快做好因病致贫返贫
群众的帮扶工作，切实减轻其
生活负担，全市卫生计生委在
前期健康扶贫的基础上，立足
实际，创新开展了“贫困户邻
里互助护理+集中供养”工作。
针对贫困人员聚居特点和病
种实际，组建了县、乡、村三级
家庭医生责任服务团队，与每
个互助护理点和集中供养点
的贫困群众逐人签订《家庭医
生团队签约服务协议书》，为

每名贫困人口建立健康档案
和健康监测记录，并分别制订
医疗救治方案。对护理人员有
针对性地开展基本医技业务
培训，提高护理人员的医疗护
理水平。建立了互助员每天三
上门和乡医每周上门访视、乡
医每月上门访视和康复指导、
县级医生每半年免费开展集
中健康教育和咨询、每年健康
体检的工作制度，扎实开展医
疗护理服务。目前，邻里互助
护理已覆盖全市100个乡镇、
527个村，399个省定重点贫困
村中符合条件的已全部开展
邻里互助护理服务。已组织护
理人员1122人，落实月补贴资
金38 . 2万元，护理老弱病残贫
困群众2 8 1 1人，解放劳动力
6 5 4名，签约乡村医生 8 4 2 1
名，减少医疗费用支出78 . 6万
元。

(王长新 刘锐)

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的扶助关怀工作，始终被
列为聊城市重点民生工程
之一。聊城市通过提高特别
扶助标准，落实经济保障；
完善工作联系制度，落实扶
助保障；开辟绿色就医通
道，落实健康保障，牵住计
生特殊家庭关怀的“牛鼻
子”，真正让计生特扶家庭
享有实实在在的优先优惠
政策，真切感受到国家和社
会的关怀和照顾。

提高特别扶助标准
经济保障解除生活后顾之
忧

聊城市去年对辖区计
划生育特殊家庭的经济、生
活、精神等境况进行了全面
调研。以此为基础，聊城市
提高了计生特别扶助标准，

用于保障计生特殊家庭的
基本生活水平，解除其经济
上的后顾之优。在省标准的
基础上，这个市将计生特别
扶助标准2016年提高至伤
残500元/人/月、死亡600元
/人/月，2017年提高至伤残
650元/人/月、死亡750元/
人/月，提标部分由市、县按
比例配套。另外，聊城市落
实“一次性扶助金”政策，积
极为计生特殊家庭争取救
助资金，并确定了不低于
1000元的救助标准。各县市
区结合实际分别提高救助
标准，今年以来共发放“一
次性扶助金”50 . 43万元。

完善家庭联系制度
扶助保障打开情感关爱之
门

调研显示，计生特殊家

庭普遍存在严重的思想障
碍和巨大的精神压力。针对
这种实际，聊城市建立并全
面落实了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联系人制度，从情感上给
予慰藉和关怀。去年以来，
已为1177户计生特殊家庭
建立了完善的生产生活信
息档案，并将“联系人制度”
视为“牵牛鼻子”工作，落实
到县、乡、村三级责任人，通
过责任人第一时间了解被
联系人生产生活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及时提供帮助
并予以解决。

开辟医疗绿色通道
健康保障走好生命呵护之
路

聊城市为每个计生特
殊家庭确定了定点医疗机
构，发放“方便就医卡”，并

开辟绿色就医通道，对于生
活困难的患病人员，实施医
疗救助，全方位呵护他们的
生命健康。聊城市第四人民
医院(精神专科医院)被确定
为全市定点心理咨询医院，
同时，各县市区均设立定点
医院，根据患者身体状况、所
患疾病种类有针对性地确定
签约家庭医生。其中，东昌府
区将各乡镇卫生院列为定点
医院，解决农村交通不方便
的问题；茌平县、高唐县为4
户生活困难的重病特扶家庭
成员发放医疗救助金1 . 46万
元；东阿县、临清市在定点医
院安排专人全程陪同，帮助
特殊家庭成员挂号、做检查、
拿结果，处处体现无微不至
的体贴和关怀。

(张建福 金增秀)

经济保障 就医便捷 情感关爱

聊聊城城牵牵住住计计生生特特扶扶家家庭庭关关怀怀““牛牛鼻鼻子子””

血液延续的不仅仅是生命，更是爱的种子。7日下午，东昌府区中医院工会发起“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满人间”
主题活动，全院110多名干部职工踊跃献血。 (唐学钰)

挽挽袖袖献献热热血血

为带领医院党员干部继续深入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用
十九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新时代聊城精神卫生工作再上新
水平，12月6日下午，聊城市第四人
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武建胤讲了
一堂题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谱写新时代聊城精神卫生事业新篇
章》的专题党课。副院长胡佰文主
持，医院领导班子、全体党员和中层
干部200余人参加。

武院长在党课中紧扣党的十九
大报告，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新“两步走”战
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等几个
方面，全面深入解读了党的十九大
精神。并结合医院当前实际，就科学
制定《医院五年发展规划》(2018--
2022年)，推动医院科学发展提出了
发展主题和战略目标。武院长强调，
2018年为该院“创新发展年”，是五
年规划的开局之年，要以“创新”为
着力点，切实转变管理理念，适应新
常态，为医院的“五年发展规划”迈
出坚实的第一步。武院长要求，医院
全体工作人员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团结奋进、善作善成，为早日实现

“一个集团，两大中心，患者满意，员
工幸福，现代化研究型医院”的宏伟
目标，谱写聊城人民幸福生活的新
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站在医院新的历史起点，全院
党员干部将以此次学习贯彻十九大
精神党课为契机，把党的十九大提
出的目标任务进一步细化、实化、具
体化，坚持学以致用、学用结合，落
实到医院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扎扎实实做好医院各项工作，努力
开创医院发展新局面。

(翟晖 任喜荣 杨蕊)

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讲党课：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谱写新时代聊城

精神卫生事业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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